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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末年終，回顧一個學期以來永定校園裡，
許多令人欣喜的畫面持續地出現。
12月初連續兩個周末假日，孩子們參加了扯
鈴比賽，為了備賽，師生們利用下課、午休、課
後放學時間、甚至幾個周末上午持續到校加緊練
習，想讓技術再精進、默契再提升。月底的桐鵲
藝飄畔成果會上，各班同學在老師的指導下，人
人使出渾身解數，不論是唱歌、舞蹈、鼓樂與彈
唱演出或是武術、扯鈴…等，只要一站上台，每
個人都是最佳主角。
期末考後，在健康中心和教務處分別辦理的
潔牙比賽與查字典比賽場上，在評審老師們的火
眼金睛下，每位同學們莫不上緊發條，流露認真
專注的神情，總希望能在這驗收成果的時刻，將
平日所學以及所練就的功力淋漓盡致地發揮。
除此之外，學校的硬體風貌也在這幾個月裡
產生了些變化，廚房前的雨遮更新、二樓屋頂農
場的新設，幼兒園前、廚房前的地坪改善，大門
更換以及停車場柏油的重新鋪設，工程的進行讓
全校師生的進出動線受到了些影響，但在大家的
相互體諒之下，環境的改頭換面，也增添了不少
新氣象。
改變的歷程是痛苦的，但只要挺得過，總會
有苦盡甘來、享受成果的喜悅隨之而至，環境改
造是如此，學習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書名:我的弱雞爸爸
作者／ 王文華 繪者／25度
出版社／也是文創有限公司/巴巴文化
本校藏書櫃號:E3
「我的弱雞爸爸」這本書以一隻小雞「雞米
花」為主角，爸爸「雞爪東」每天踩著縫紉機縫
製小雞娃娃，可愛到連記者都跑到家裡來採訪，
是個很了不起的縫紉師。但雞米花卻一直希望自
己能有一個不一樣的爸爸，和其他小雞們一樣，
有一個體能傑出的「man」老爸。
這本繪本，透過小雞的角度，從原本期望爸
爸的形象，經由雞窩村運動會一場「逃命比賽」
後，演變成黃鼠狼與雞一起吃雞蛋糕與玩小雞娃
娃的有趣事件。

書名:喂，穿裙子的!
作者／ 張友漁
插圖／朵兒普拉斯
出版社／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本校藏書櫃號:H2

這本書描寫一個十四歲少女-亮君，她從一
出生，就被爸爸叫作「穿裙子的」，這樣的稱呼
讓她覺得有一些「惡意和輕鄙」。
全書由女性的視角出發，並參雜著對姊姊的
羨慕、對母親的同情，對不夠寬容的社會壓力感
到憤怒，以及對父親的不喜與在乎。
最後，亮君了解當她太過在乎父親的看法時
，反而形成心中的不悅，甚至於產生內心的憤怒
。於是，她漸漸了解她其實不需要去承擔父親希
望落空的挫敗感，她漸漸學會調適與放下執著，
走出自己的美好!

幼兒園主題課程

幼兒園主任 周淑琴

★溫馨聖誕感謝有您 ★
在歲末年終，用「愛」分享，以信心、希
望、祝福迎向新的一年，感謝家長及全體師生
在2020年努力防疫，讓小朋友都能平安健康的
學習。幼兒園做一連串的溫馨聖誕迎新年的活
動。首先老師教小朋友製作-聖誕奶酪甜點，利
用使用鮮奶、鮮奶油、砂糖加熱後加入吉利丁
放涼後裝入杯中放入冷藏，成形後上面鋪orea
餅乾及草莓就成為好吃的聖誕奶酪甜點。
12/25當天早上幼兒園在園內舉辦才藝表演得禮
物的活動，由於是小朋友自己準備的才藝表演，大
家使出渾身解數，有扯鈴、魔術、武術、台語歌曲
、彈烏克麗麗、舞蹈-加加油、學貓叫、黑人舞…等
，在歡樂與分享中開心得禮物!

而晚上2020桐鵲藝飄畔，
活動前有一戶一菜的餐敘活動
，參加家長都用心準備餐點，
看到家長陪小孩一起用餐相當
溫馨，而在動態成果展演中小
朋友跳聖誕HOHO音樂律動，可 一戶一菜餐敘活動
愛貓咪裝扮的表演深獲大家的
喜愛，最後在2021新的一年到
來，小朋友藉由聖誕小天使裝
扮拿著許願燈紛紛說出希望大
家都能平安健康。在這歲末時
刻，感謝大家都能看重防疫工 聖誕貓咪裝
作如戴口罩、勤洗手..等讓小
朋友生病狀況減少許多。
這一年感恩家長的支持及
愛護，期待我們一起用歡欣的
心情來迎接嶄新的2021年，祝
福大家新年快樂，平安、健康
、HAPPY牛YEAR!
桐鵲藝飄畔-聖誕
HOHO音樂律動

小藍鵲家長們的話
聖誕許願燈的祝福
楷宸家: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
老師教小朋友製
聖誕才藝表演 允亘家:以前只有哥哥的時候，每天晚上都一定會
唸點東西給哥哥聽。可是弟弟出生後反而
作聖誕奶酪甜點
得禮物
都沒有睡前的故事，一直到了前陣子，允
亘開始希望我們可以唸故事，現在睡前就
聖誕才藝表演算沒有說故事，也會跟孩子聊聊天。
烏克麗麗、扯鈴
婕綾家:聖誕活動很好玩，穿上貓咪裝，每個都好
可愛!
馨儀家:校長及老師們辦學有目共睹，請繼續加油
才藝表演-學貓叫
，謝謝!
、聖誕HOHO
製作聖誕奶酪

才藝表演-魔術

張天兆老師
這個學期在高年級社會課堂裡，我運用了資訊科
技融入教學，在課堂上先引導學生閱讀課本內容，讓
學生初步掌握課本重點；接著針對課本內容重點提出
問題，以電子郵件將問題傳送給學生；學生收到問題
後，得透過製作簡報來回答，每位孩子將製作完成的
簡報，以電子郵件回傳給老師，並存放在自己的雲端
硬碟。
另外，學生還得進行口頭發表，在課堂上學生得
分組上臺報告自己的簡報，並交互評比，除了努力自
己的表現外，也要欣賞別人的成果。同時，老師也會
運用線上學習平臺PAGAMO指派社會科作業讓學生練習
，PAGAMO是遊戲化的學習平臺，除了在學校使用電腦
或平板練習外，也可以回家利用家裡的電腦上網練習
。
高年級幾位同學在期中考後，
開心的表示這次考試是自己考試成
績最好的一次，練習PAGAMO作業就
像在玩遊戲，學習與評量也變得有
趣多了。
整合學生於資訊課學習到的電
子郵件、簡報、雲端硬碟等軟體工
具，實際應用在社會科的學習上，
期待每位同學能更加熟悉並善用資
訊科技協助並持續性的學習，成為
學習的主人。

 新北市文山分區109學年六年級田徑
對抗賽
六甲曾怡璇 榮獲
女乙100公尺第六名
女乙200公尺第六名
 第45屆國泰全國兒童繪畫比賽
五甲黃馨慧
榮獲國小高年級組入選獎

永定藝文館
幸福 五甲 陳馨
生活裡有各式各樣的幸福，
我覺得的幸福有吃咖啡凍和狗狗玩。
吃咖啡凍的時候，咖啡凍QQ的、香香的，咖啡的
味道很重很好吃。和狗狗玩是我覺得很幸福的事情，
因為我很喜歡狗狗，我跟狗狗玩的時候，狗狗如果開
心我也會很開心，因為表示狗狗喜歡跟我玩，我會很
有成就感呢!
再來就是在學校的幸福了。期中考過後，老師讓
我們帶著自己的幸福味道到學校與大家分享。我帶的
是炸雞、馨慧帶咖啡凍、家妤帶水果茶、巧芮帶越南
春捲，禹揚帶的則是沙拉脫。
炸雞很脆很香，我覺得很好吃。咖啡凍吃起來像
在吃真的咖啡一樣，摸起來還QQ的呢!家妤帶的兩種
水果茶，分別是百香果加桃子以及蘋果口味的，我喝
的是百香果加桃子的，香香甜甜的很好喝!巧芮的越
南春捲很好玩、也很好吃!這是我第一次吃越南春捲
，春捲皮原本是硬硬的，要先加水等30秒後春捲皮變
軟，再包你想包的食材進去。而雨揚的沙拉脫沒有味
道，不能吃，但是泡泡很多，洗起來還蠻好洗的。
生活裡的幸福有很多，我只列出一部分而已，而
您的幸福味道是什麼呢?
製作柚皮糖
四甲陳宜蓉
每個月一次週二的綜合課，學校都會安排課程來開拓
我們的視野，今天的主題是和食農教育有關，課程名稱是
「吃完柚子皮別亂丟!柚子皮糖製作。」講解的老師是一位
很親切的叔叔。中秋節盛產的柚子，往常我都是吃完柚子
果肉後，就將柚子皮丟進垃圾桶，從沒想過柚子皮還能再
利用，讓它以另一種風貌再現身。
活動一開始，老師先介紹了柚子的種類，我才知道原
來平常吃的柚子跟文旦其實是不一樣的品種，接下來的重
頭戲是柚皮糖的製作。首先先處理柚子皮，老師要我們把
柚皮上白白的部分刮乾淨，看似簡單的動作，但做起來卻
是非常費力，等到把皮都處理好之後，再拿剪刀將柚子皮
剪成長條狀，最後把一條一條的柚子皮放入由水和糖加熱
溶解而成的糖漿裡，柚皮沾黏糖漿均勻後，再等裹糖的柚
子皮放涼後就完成。

你一定要去千島湖!
六甲 曾怡璇
你一定要去千島湖!那裡的景色真的很漂
亮，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千島湖區域裡的島有各種不一樣的形狀
，導覽老師跟我們說，有像鱷魚的、像海豚
的、還有像土虱、娃娃魚，還有像烏龜的神
龜島。千島湖的空氣非常乾淨清新，山上時
不時也可以看到一大片茶園，我們石碇有名
的茶是文山包種茶和東方美人茶。
來千島湖也可以多了解這裡的歷史。聽
說以前因為要蓋水庫，有個村落就被淹沒了
，感覺好像失落的城市一樣，真是好特別的
感覺!
總而言之，到千島湖去看看，了解歷史
和人文，還有呼吸新鮮空氣，喝喝茶，絕對
會讓人心曠神怡的一天!
你一定要親身去感受一下千島湖的美喔!
最後老師讓我們投票選出最好吃的一
組，我們這組的不僅不甜，還出乎意料的
苦到不行，聽了老師的解釋後，我才知道
原來柚子皮的處理不能只是用湯匙刮除白
色部分而已，還要經過浸泡…等很多步驟
，苦味才能完全被去除。
經由這次的實作課程，我知道透過不
同方式加工，能讓柚子皮除了變身為清潔
劑之外，還能變成可以吃的東西，在裹覆
糖霜的過程中，我也學會根據實際情形進
行濃稠度的調整。在分享與品嚐各組柚子
糖之餘，我也會思考如果下次有機會再做
，可以如何的改善，來讓我的柚皮糖變得
更好吃。

永
「癒火重生的美麗」
活動分享
~STEM成果發表會
~STEM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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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科技、創思力

六甲 蘇友智
今天有一位老師，下午來到我們學校演講。她叫
陳美麗，她是一名從火災中倖存的人。她說她被救出
來的時候，臉就已經融掉了。我一想到那個畫面，我
就覺得很很恐怖。
她原本想放棄生命，可是她女兒在旁邊喊了一句
「媽媽」，讓她燃起鬥志。我們都很佩服她的勇氣，
因為她開了50幾次的刀，真的很勇敢!
六甲 王子怡
今天下午的時候，有一位叫陳美麗的老師來述說
她的經歷。我蠻喜歡她的勇氣，在一般人遇到困難都
不想面對時，但她可不是，她勇於嘗試，不害怕挫折
，而且什麼都往好處想，感覺整身都有正能量。希望
我可以像她一樣，遇到困難不要怕堅持啊!
六甲 曾怡璇
今天有位陳美麗老師來分享她經歷的事。
她在某一次的宴會上，因為發生電線走火，所以才會
變成現在這個樣子。老師給我們看她已整容但還沒復
原的樣子。發生這樣的事，她原本想過她不想要再活
下去，不過當她聽到她的孩子喊她一聲「媽媽」，以
及看到她原本已經離婚的爸爸、媽媽手牽著手一起來
看她，她突然想到自己還有一個孩子，所以用很樂觀
的心情來面對現在的生活，實在是讓人感動!

六甲 李志敏
今天有一個叫陳美麗的老師來我們的學校。她是
一位真實遇到火災，還活生生在我們面前的人，也是
一位很有名的人。她會有名不是因為她遇過火災，也
不是因為火災過後手術成功還活著並見到我們，而是
因為雖然身體有障礙，但仍然很樂觀地面對自己的人
生。

「SYEM成果發表會」
心得分享
五甲 郭巧芮
12月17日，我們到和平國小上STEM，一開始
先介紹嘉賓，然後說明規則，接著我們就開始。
我們做好之後，我們就開始測試，這個過程會一
直失敗，但我們並沒有放棄，直到成功為止。

五甲 黃馨慧
中午的時候，我們準備去和平國小組積木，
且要在STEM活動中發表。我們這隊的名字叫「小
心你的耳朵」。因物最後面有氣球，如果爆炸了
，要把耳朵蓋著，會很大聲，所以叫做「小心你
的耳朵」。
~109年度「多元展能~桐鵲藝飄畔」才藝發表會

親子陶藝

家 妤：我的作文可以去比賽了!主任跟我說這件
事時，我開心到用文字無法形容。
品 嘉：我覺得Life爵士樂團的人都很善良，因為
他跟我們講了很多關於生命的故事。
陳 馨：12月12日的扯鈴比賽，我印象很深，因為
太緊張，所以比賽時，我一直掉鈴，但是
這件事告訴我，下次比賽不要緊張，用心
看待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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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桐鵲心橋回饋分享單

請在110/02/05前交回學校，如經下期刊載登出，
就可以得到獎勵喔!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親子回饋:

